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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基本要素、内容（过程、结构、通量与调控）、分类及其相互之间的科学关系，阐述

评介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国内外进展，对人水和谐的用水配置、用水零增长、蓝水-绿水-虚拟水与粮食安全、水生

态与水环境安全、节水减排与循环经济问题等当前备受关注的社会水循环热点科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社会

水循环与自然水循环的耦合与作用机制、社会水循环系统及其水量水质的演变机制和社会水循环调控与需求管理

的决策机制，是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三大基础性关键科学问题，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前沿领域包括自然水循环系统与

社会水循环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及平衡-约束机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社会水循环之虚拟水流动机

理、社会水循环系统的水量水质演变过程、社会水循环系统描述的模型技术与方法和社会水循环系统的评价与调

控等，从而与文献［1］共同构成社会水循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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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在阐述社会水循环科学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辨析提出了社会水循环的科学定义与内涵，

对其关键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科学识别，分析了社会水循环演变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耦合关系，

为进一步探索构建社会水循环科学框架体系及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

水循环研究的基本要素、科学内容及其研究分类，并从实践需求角度出发，阐述社会水循环研究进

展以及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对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领域进行展望分

析，以期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水循环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与文献［1］共同构成社会水循环的科学理

论体系。

1 社会水循环基本要素、科学内容与分类

1.1 社会水循环基本要素与过程 社会水循环的基本要素包括供（取、配）水、用（耗、回用）水和排

（处理）水，并对应为社会水循环的3个基本过程，即供水过程、用水过程和排水过程。供水是社会水

循环的“源”，包括取水、制水、配水3个环节，即从河流或地下提取基本符合要求的水，输送到原水

处理设施处理后再经一定方式输送到用水户或直接以其他产品形式输送到用户的过程。用（耗）水是

社会水循环的核心或“消化系统”，包括农业耗水、工业耗水、生活耗水和人工景观生态耗水4个基本

环节及子过程。排水是社会水循环的“排泄净化系统”，包括废污水收集、处理和排水3个基本环节及

子过程。

上述 3个要素的核心是取水（包括人工取水和降水利用）、耗水和排水，满足基本的水量平衡方

程，即：取水=耗水+排水+漏损量。由于其广泛性，社会水循环上述3个基本过程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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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运行，彼此之间紧密相连，因此并无明显界限。

1.2 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基本内容 社会水循环研究内容繁多，但总体上可归结为过程、结构和通量

等3个基本方面。考虑到人类能动性以及人类对上述三方面进行调控的必然需求与客观事实，调控也

是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基本科学内容之一。

1.2.1 过程 在过程研究中，社会水循环侧重对循环的各要素和环节进行细微剖析。（1）从空间上对

社会水循环单元的“供-用-排”环节及过程进行属性细分，提取社会水循环单元的新陈代谢的关键特

征；（2）从时间上研究社会水循环单元的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及消亡的过程，通过对社会水循环

基本要素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探索社会水循环过程的演变机理，寻找社会

水循环的调控切入点。了解社会水循环的新陈代谢过程对找到调控社会水循环的切入点，破解水问

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城市社会水循环为例。城市的社会水循环随城市发展而产生运行，并随着城市空间拓展及其

结构演变、城市人口聚集与分散过程，城市水循环单元随之演变。一般而言，供水要素紧随甚至提

前在城市拓展之前建立并不断完善，用水要素也随之出现、成长、成熟至稳定，排水要素随用水过

程的发展而变化。供-用-排三要素及其过程的相互协调，对城市水循环的良性运行极为关键，对城

市水循环各要素过程机制理解不透、对各循环要素的协调把握不准，是当前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或过度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1.2.2 结构 结构是发挥功能的载体，功能是调整结构的依据，任何事物都是结构与功能的对立统

一。社会水循环结构是其演变形成的结果，而结构又影响社会水循环下一步的循环方向和循环过

程，其研究侧重对各要素进行结构解析，由此来确定影响社会水循环效率效益和水循环功能健康持

续的主要因素。社会水循环结构研究存在于社会水循环各要素中，如供水结构、用水结构、排水结

构等等。按供水来源划分，除常规的划分为地表水、地下水、雨洪水、再生水、陆地咸水、海水水

源外，还有过去常被忽略的水源——土壤水，在社会水循环研究中，要密切关注土壤水循环对社会

经济系统的贡献。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人类社会经济用水和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合理分配结构，

也即自然水系统可供人类直接利用的数量（即传统上的狭义水资源量），是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一个基

本问题和出发点。

用（耗）水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和产业结构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用

（耗）水结构是影响用水量乃至缺水程度的重要因素，因而调整用（耗）水结构是实现根本性节水、破

解水资源短缺的首要举措。排水结构与用水结构有关，是水污染、水质劣变的直接作用因素。当

前，我国的污染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点源污染为主的单一型污染向复合型污染转变，从一般污染物扩

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质，已经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彼此叠加、各种新旧

污染与二次污染形成复合污染的水污染结构及态势，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水生态和水灾害等

问题的严重程度［2］。

1.2.3 通量 通量是单位时间内出（入）研究对象界面的物质或能量总量。社会水循环通量通常采用

用水总量和污水总量表征。污水总量与用水总量通常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主要

对用水总量进行研究。社会水循环通量是其过程和结构的结果（函数），但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关

注集中在通量本身的演变规律和趋势，把握其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对水利规划和水管理方略制定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通量研究中，社会水循环侧重对研究区的水循环通量进行总体把握。一方面从时间角度对某

一研究区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水循环通量演变进行纵向分析（如用水增加及“零增长”问题），并对未来

进行科学预测；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对某一时间段内不同研究区的社会水循环通量进行横向的比

较，为重点关注区的社会水循环演变趋势提供借鉴，例如可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用水演变规律，为

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提供参考。在水利规划实践中，通常需要在对历史与现状的社会

水循环通量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评价——需水预测。需水预测是区域水利规划和水资源

合理配置的核心内容之一，科学合理的社会水循环通量预测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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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重大实践需求，不同方案下未来社会水循环通量的多少和其演变机理，已成为各级决策者和公

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1.2.4 调控 社会水循环的人类调控是指人类为实现预期目标而对社会水循环环节和过程进行调节

控制。无论是对社会水循环的循环过程的理解和结构的剖析，还是对水循环通量的总体把握，其目

的均是为更有效地调控社会水循环提供合理可靠的依据。有针对性的对社会水循环过程（环节）、结

构、通量进行评价，是制定和实施调控的第一步，因此评价和调控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贯穿社

会水循环研究的始终。一方面，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社会水循环过程、结构、通量、水资源生态/
经济价值、用水效率进行总体把握和问题诊断，找到影响水资源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原

因；另一方面，调控也是为了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制定各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如水权水价管理措

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多水源利用联合调度、水污染控制法律法规等等），保障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的持续健康循环。

当前可见的与社会水循环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为社会水循环的调控研究，

但多数研究成果对调控的理解仍局限于工程、制度和经济，尤其是水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和

污水排污费等微观措施［3］，而对产业政策、经济布局和贸易格局等根本性的水资源配置调控手段，以

及气候变化下社会水循环的适应对策等，关注还不够。

1.3 基本分类 从社会水循环环节过程和时空尺度两个角度，社会水循环研究分类如图1所示。

1.3.1 按环节和过程分类 从基本过程的不同，社会水循环可分为供水、用水和排水 3个基本环节

（“供-用-排”过程的涵义见1.1所述），其受关注最多的是用水环节。按社会水循环用水主体的不同，

可进一步分为农业、工业、生活和人工生态四类。从应用模型揭示社会水循环过程是否考虑经济社

会过程的不确定性问题，可分为确定型、不确定型及混合型三类。确定型社会水循环模型指使用同

样的输入数据在相同的条件下运行模型后的输出结果相同，如基于定额法的生活需水预测模型。但

由于社会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因此，同一个模型在不同的边界输入条件下（包括社

会经济、用水效率和水文过程等）其结果差异较大。从而，社会水循环模型大多为混合型，如水资源

合理配置中广泛应用的情景模型（方法）［4］。

按对循环要素描述方法的不同，社会水循环模型可进一步分为经验性（黑箱）模型、概念性（灰

箱）模型和物理性（白箱）模型三类。经验性模型所使用的数学方程多为输入输出系列的经验性统计分

析，而不是基于对社会水循环要素物理机制的分析，如工业与经济发展的用水库兹涅茨曲线模型［5］；

概念性模型将研究单元内社会水循环的各要素过程进行集总式描述，模型参数虽有一定的物理意

义，但难以直接对社会水循环运移载体的物性值直接推算［6］，需根据单元统计数据进行率定［7］；物理

性模型以社会水循环机理机制为前提，以偏微分物理方程、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为基础构建模型系

统，对循环要素开展模拟分析。模型是研究社会水循环问题的重要手段，物理型模型是今后社会水

循环模型研究发展的必然，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有这方面的报道，合理引入社会物理学［8］和经济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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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后构建物理性社会水循环模型的重要工作。

1.3.2 按时空尺度分类 按时空尺度划分，在空间尺度上社会水循环研究可分集总式和分布式两

类。社会水循环的集总式研究包括前述的经验统计描述以及同样不考虑循环过程、输入变量、边界

条件、空间差异等的概念式描述两种类型。分布式则与集总式相反，通常属于物理型模型范畴，但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社会水循环单元具备与自然水循环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度非均质性、非

线性，同时现有的输入数据、边界条件一般按集总式考虑，因此开发真正意义上的分布式模型还非

常困难，结合经验式、概念式描述开发半分布式的社会水循环模型是近期可努力的方向。在时间尺

度上，社会水循环研究有单一年度统计、历史系列分析和中长期预测3种类型。综合时空尺度，社会

水循环在地域上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类，具体分类见图1。
1.3.3 不同分类之间的耦合关系 不同社会水循环研究分类之间并不彼此截然分开，不同过程、尺

度和时空之间密切关联，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一个研究区而言，供、用、排等社会水循环过程

共存，每个过程均可能包含农业、工业、生活和人工生态中的全部或部分用户，或者说每个用户均

会有社会水循环的供、用、排过程；阐述这些过程，可根据需要或资料情况选用确定型、不确定型

或混合型的模型进行刻画，选定的模型又可以是经验式、概念式或物理式的。一般而言，在空间

上，经验式的社会水循环模型大部分属于集总式范畴，集总式模型一般建立在具备足够的历史循环

记录基础上，并可对研究对象未来的大体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布式社会水循环模型需考虑循环过

程的微观结构和空间异质性，可深入刻画社会水循环的时空过程并对未来演变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在时间上，集总式社会水循环模型一般适用较长的时间步长（1年以上），分布式模型因要反映循环要

素的时空异质性而一般适合较短的时间步长。

由此可见，不同分类之间实际体现的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有机统一，只有各微观循环单元和

循环要素有机关联，才能使整体功能很好地发挥；宏观尺度的研究建立在较好地掌握微观尺度循环

的基础上，把握好小尺度社会水循环过程后必须上升到宏观规律，为有关调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针对上述某一类别问题开展的单项研究越来越少，更多的研究是根据需要从上述各种分类中

开展有选择性侧重的综合研究。

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热点问题

尽管社会水循环形成于人类社会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伊始，但长期以来，各种研究重点围绕着水

资源供给侧（自然水循环系统）及其开发利用途径开展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自然水循环系统的

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容量约束等问题逐步显露，人们才逐步关注经济社会用水系统自身的调控，并

针对社会水循环系统的典型单元、过程和环节开展描述、评价、调控和管理研究。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学者和管理者都开始充分意识到社会水循环对于自然水循环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用，纷纷呼

吁进一步加强社会水循环系统的基础和调控研究。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1 国外研究进展 国际上以社会水循环系统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以社会水循环系

统整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Falkemark［9］研究了社会侧支与自然水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本“构

筑健全的水循环系统省厅联席会”，提出了宏观（海洋—陆地水分交换与循环）、中观（区域“自然—社

会”二元耦合循环）和微观（家庭或是商业建筑等单元的内部循环）3个尺度的水循环［10］；Merrett［11］就如

何构建区域社会水循环的通量（包括真实水和虚拟水）平衡分析框架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尽管国际上以社会水循环系统整体为对象的研究不多，但满足单一需求所进行的城市或农村及

其内部单元水循环系统分析却相当丰富，特别是城市水循环系统。Hardy［12］提出了综合城市水循环管

理的新框架，并建立了城市水循环模拟模型，该模型包括城市供水、耗水、回用、排水和雨水等基

本单元，采用分层网络的方式描述多尺度的城市水循环过程，并在悉尼西部进行了应用；纽卡斯尔

城市委员会制定了“可持续的城市水循环政策”，为城市水循环系统管理提供了基本的准则框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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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对灌区、社区等单元水循环系统结构和过程进行了研究，如Annelies等［14］对不同层次的城市

居民生活水循环结构和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而国际上所开展的城市再生水循环利用研究更是不胜

枚举。

2.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社会水循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以社会水循环系统为明确对

象的研究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王浩等［15］在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和“973”
计划研究中，提出了“天然-人工”二元水循环基本结构与模式，并初步研发了分布式水循环模拟模型

和集总式水资源调配模型耦合而成的二元水循环系统模拟模型。张杰等［16］分析提出了以城市为主体

的水健康循环理念，以及包括节制取水、节约用水、污水深度处理和再生水循环利用的健康社会水

循环模式。陈庆秋［3］探索提出了基于社会水循环的城市水系统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的基本构架，并对其

调控机制和调控手段开展了研究。程国栋［17］引入了第1类资源和第2类资源的概念，通过虚拟水的研

究拓展了实体社会水循环的外延。此外，一些科研人员还在社会水循环的结构、过程、通量与评

价，以及城市水循环系统演化和调控评价方面开展了研究［18］。在社会水循环的调控和管理方面，我

国水资源配置、各行业节水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不断发展，以节水型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水循环综合调控实践不断深入［19］。

2.1.3 国内外社会水循环研究现状的特点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外社会水循环的研究呈现以下几个

特点：（1）对社会经济取用水和排污的生态与环境影响，以及自然水循环系统对社会经济用水承载约

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于社会水循环与自然主循环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平衡和调控的研究较

为薄弱；（2）对社会水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循环系统的结构分析和调控途径方面，对社会水循环

系统的驱动机制、演变机理和基本规律等基础性研究有待加强；（3）已有研究针对社会水循环的某一

单元或环节的成果较多，如城市给排水、农田用水、家庭用水和排水、废污水处理回用等，综合不

同尺度、水量与水质耦合的社会水循环系统研究相对比较薄弱；（4）现有的研究手段主要包括统计观

测和部分实验试验，社会水循环模型技术的研发和现代信息技术引进较为薄弱；（5）社会水循环的调

控侧重于对单项措施和政策的研究，利用系统科学知识实现社会水循环系统的整体多维调控研究还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2.2 社会水循环研究的热点问题

2.2.1 人水和谐的用水配置 人水和谐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和生态与环境之间的水资源配置适当平

衡。我国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用水竞争最为强烈的国家之一，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属于世界前

列，部分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用水挤占生态用水等引发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相比

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很多内陆河和海河流域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接近甚至超过100%，黄河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断流。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合适分配比例是实现人水和谐、保障区域协调发

展的关键，因此科学确定人类经济社会的水循环通量（或比例）上限或最低生态与环境需水量，是社

会水循环与自然水循环良性共存的重要科学命题。近年来，生态与环境需水研究进展较快，例如，

中国工程院估算了全国范围内主要用于保护和恢复内陆河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和

水保范围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流、回补黄淮海平原及

其他地方的超采地下水等方面的生态用水，认为全国生态用水低限在800~1 000亿m3之间［20］；中国工

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指出，内陆干旱区生

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耗水以各占50％为宜，若社会经济平均耗水率按用水量的70％算，则内陆

河流按用水量的最高开发利用率应不超过70％［21］。但是，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本底和

经济社会、科技水平不一，经济社会和生态与环境之间的水资源配置比例仍是区域社会水循环结

构、通量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基础问题之一，也是科学制定区域社会水循环调控战略——总量控制方

案的基础之一。

2.2.2 用水零增长问题 用水总量在一个时期内随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但随着对人口

增长的有效控制、经济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应用、水资源管理的加强以及水资源条件的约束，

用水总量增长将逐渐趋缓，一些国家和地区取水量不再随着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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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增长，出现用水总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全国用水

总量一直分别维持在5 700亿m3和900亿m3左右［22］。但对更多的地区而言，用水零增长出现时的总用

水量、何时可能出现零增长现象以及应采取什么策略、途径与措施来促进零增长目标的实现，这些

问题不仅是科学预测水资源需求总量和合理制定中长期水资源供求规划的应用基础研究问题，也关

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用水零增长现象的出现，为人类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树立了一个努

力的目标，因此其已成为社会水循环科学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如节水型社会建设）和公众均十

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显然，要明晰上述问题，必须在分析影响社会水循环通量演变影响因素及相互

作用原理的基础上，在社会水循环通量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数量关系式，并依据

其数量关系模拟分析用水零增长问题。当前，国内外对在大区域尺度上（如国家尺度）的用水零增长

决定因素已开展了较多的分析研究，不少国际相关机构（如WWC、IUCN、PRB、GWP）进行了较深入

的研究，开发了很多通量预测模型，如PODIUM模型、IMPACT模型、POLESTAR模型、WEAP系统

和WATERGAP模型等等，均包含了宏观尺度上的社会水循环通量研究程式［23］。但这些因素间的确切

数量关系和时空动态规律仍未得到清晰的认识，从科学机制层面研究社会水循环通量演变机理和从

方法论角度提出结构模式化的用水零增长预测方法还很少，因此开展社会水循环通量演变的机理分

析必然是今后社会水循环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工作。

2.2.3 蓝水、绿水、虚拟水与粮食安全问题 保障粮食（或食物）安全是世界各国的基本目标，长期

以来国内外从水方面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蓝水”（即降水形成的表水和地下水，包括

河流、湖泊及地下含水层中的水［24］）资源方面。当前水管理工作中的“供-用-耗-排”过程，绝大部分

仍主要指蓝水的社会循环。事实上，蓝水的社会循环只是社会水循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绿水参与

社会水循环的数量远大于蓝水的社会循环量，蓝水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转化成绿水参与社会循环的［25］。

绿水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被植被蒸散发消耗的水资源，实质是通过蒸散流向大气圈的水汽流

（即植物净耗水量）［26］，它不仅是陆地生态系统耗水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支撑着约占全球耕地面积

83%的雨养农业，为世界70%的人口提供粮食保障。据估计，全球用于粮食生产的绿水总量为6.8万

亿m3/年，其中源于灌溉农业和雨养农业的水量分别为1.8万亿m3/年和5.0万亿m3/年，可见绿水对维

持陆地生态系统安全和雨养农业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世界粮食生产最重要的水源［27］。

我国绿水资源总量为3.4万亿m3，占降水资源总量的54%，西北地区绿水占降水的比例更是在70%以

上，因此绿水的社会循环直接影响着我国水资源安全［26］。在我国人口需到2040年左右才能实现零增

长（届时总人口约15亿）及灌溉农业因蓝水资源不足而很难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雨养农业在可预见

的将来是养活我国新增的2亿左右人口和维系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绿水的社会循环是社会水循环研

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无论是蓝水还是绿水，其参与社会循环的途径主要是以产品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参与产品形成过

程的方式来实现。因此，绝大部分产品中实际“蕴含”或消耗的水资源是通过蒸散流来实现其在社会

经济系统的运移过程。从水的角度，产品贸易包涵了净耗水量的贸易，虚拟水概念在这样一种背景

下被认识和提出来，并已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在虚拟水量的核算研究中，其基本思想仍是净耗水

的衡量，因此虚拟水与绿水具有紧密的联系。粮食等耗水密集型农产品因“携带”的“净耗水量”巨

大，因此产品贸易所导致的虚拟水贸易又与粮食安全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粮食安全的水资源保障

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实践问题，如何将蓝水、绿水和虚拟水问题进行综合考虑而

不是仅仅基于蓝水讨论，是今后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关键和热点领域之一。

2.2.4 水生态与水环境安全问题 陆地生态系统是淡水资源的主要载体，维持陆地生态系统健康需

要大量的绿水资源，但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淡水需求往往是看不到的。因此，尽管挖掘雨养农业潜

力是今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如何在粮食生产与维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分享绿水

流，将成为今后社会水循环必须考虑的生态水文问题。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可提取并消耗

多少蓝水，或者说必须给陆地生态系统预留出多大比例的蓝水资源，如何分配绿水流或高效利用土

壤水，使其既充分发挥雨养农业对未来人类社会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又不挤占生态系统健康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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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需求，这是社会水循环研究必须明确的生态水文问题。

水污染是社会水循环水代谢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何尽量降低社会水循环代谢过程对水环

境的污染或破坏程度，是社会水循环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领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人为干扰

和自然演化的协同作用下，水环境正发生着复杂的、不断降低其应有的生态功能和健康要求的转

化。天然水体、不同的社会水循环（包括不同的水处理工艺和循环利用）过程中所发生的水质转化，

包含了一系列的物理、化学、生物及其交互的影响和作用过程［28］，社会水循环水环境安全研究的核

心是明晰社会水循环过程的水质转化机制和劣变机理，并利用这种机制和机理调控水质的转化过

程，包括：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演变的复合关系，各行业用水污染形成机制和污染特性（包括点源和面

源），不同行业污水混排的毒性形成机制及毒性去除机理，以及水污染物综合防治措施和管理机制。

2.2.5 节水减排、节能降耗与循环经济问题 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节能降耗的“低

碳”理念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行动准则之一。节水是抑制用水过快增长和提高社会水

循环效率的有效手段，节水型社会建设作为我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战略，已得到社会的广泛

认知。节水可以减少经济社会系统向自然水系统的废污水排放量，即减排，但并不一定是减少污染

物的排放量（减污）。根据物质守恒和热力学原理，随着经济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要实现减污，可

能就要增加能量消耗，即节水未必一定节能，因此深入研究节水减排和节能降耗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系统和战略高度统筹节能降耗与节水减排，亟待对社会水循环系统演化机制、节水机理和减排途

径等加大研究和知识创新力度。同时，全面认识节水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与环境效益和能

耗效应，建立科学的节水节能效益综合评价方法体系，对有效推进国家节水节能政策获得双赢，实

现可持续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 社会水循环研究基础科学问题

3.1 社会水循环的关键科学问题 总体来看，通过一个时期的探索，社会水循环以及“社会—自然”

二元水循环的耦合研究已形成了诸多的知识点，但对于社会水循环的基本原理、内在机制、过程规

律的系统认知还没有形成，亟待加大研究和创新力度，建立和完善社会水循环知识科学体系。面向

社会水循环调控和管理的实践需求，社会水循环科学原理面临三大基础性关键科学问题的攻关研

究。包括：（1）社会水循环与自然水循环的耦合与作用机制，对该机制的揭示可以为社会水循环调控

和管理奠定客观基础；（2）社会水循环系统及其水量水质的演变机制，对该机制的揭示可以明晰社会

水循环调控和管理的基本过程和重点环节；（3）社会水循环调控与需求管理的决策机制，对该机制的

揭示可为社会水循环调控和管理的措施和途径的选取提供依据。

3.2 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前沿领域

（1）自然水循环系统与社会水循环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及平衡-约束机制研究。一方面，自然水

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相互之间密不可分，它们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发生何种相互作用并有机耦合起

来；另一方面，在宏观开路的社会水循环系统中，如何延伸传统水平衡原理的内涵及扩展其平衡要

素，实现不同尺度的转化，这是深入揭示和丰富完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及模式的关键科

学问题之一，也是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2）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社会水循环之虚拟水流动机理研究。尽管社会水循环是水在

社会经济系统的运移演化过程，但其驱动力主要源于经济社会本身的发展演变，因此，加强对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机制的掌握，是从全局高度跳出以水论水局限，系统认知社会水循环科学机理

的基础。前已述及，社会水循环中大量的水运移过程以“虚拟水”形式进行，虚拟水流动实质是水随

经济社会发展而变的伴生过程，虚拟水流动机理研究是撬动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一个“支点”，是真正

深入认知社会水循环驱动机制和演变规律的切入点。

（3）社会水循环系统的水量水质演变过程研究。传统社会水循环系统水量水质演变研究，一般将

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黑箱”或“灰箱”进行集总式描述，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水量水质演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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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缺乏深入细致的认知。对这些“黑箱”或“灰箱”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明晰其演变过程，是揭示社

会水循环的发展机制和演变机理的基础。

（4）社会水循环系统描述的模型技术与方法研究。模拟模型是水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研

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社会水循环模拟面临着比自然水循环更多的难点，如与水有关的社会经济数

据的空间化及其描述方法、社会水循环基本单元间相互作用机制等。同时，如何在不同类型社会水

循环单元机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精细的过程模拟，实现各单元间的“无缝”耦合，需要加强模型数

理描述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引进和研发。

（5）社会水循环系统的评价与调控研究。社会水循环综合评价主要包括健康评价和效率评价，需

要建立社会水循环系统的健康指标体系，明确社会水循环调控的目标与方向，同时研究效率评价的

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技术。在社会水循环的调控方面，需要综合以往单项研究的成果，开展调控

措施的综合评估，为其调控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4 结语

本文在文献［1］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基本要素、科学内容及其研究分类；阐述了

当前国内外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主要进展及其特点，并结合实践深入分析了当前社会水循环研究备受

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最后分析提出了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研究领域。主要结论

包括：（1）供水过程、用水过程和排水过程是社会水循环的三大基本过程，过程、结构、通量和调控

是社会水循环的基本研究内容。从时空角度，社会水循环可分为集总式和分布式，并可对应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种尺度的研究；（2）当前社会水循环研究的热点科学问题包括：人水和谐的用水配置问

题，用水零增长问题，蓝水、绿水、虚拟水和粮食安全问题，水生态与水环境安全问题，以及节水

减排、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问题；（3）社会水循环研究的前沿领域主要包括：自然水循环系统与社会

水循环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及平衡-约束机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社会水循环之虚

拟水流动机理研究，社会水循环系统的水量水质演变过程研究，社会水循环系统描述的模型技术与

方法研究，以及社会水循环系统的评价与调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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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oretical method of social water cycle Ⅱ：

Scientific topics and discipline frontier

LONG Ai-hua1，2，WANG Hao1， YU Fu-liang1，WANG Jian-hua1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Xinjiang Water Resource Bureau，Urumqi 8300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elements， scientific contents （including process， structure， flux
and regulation），categories and their scientific relations of social water cycle research. Based on the up to
date evolvements summarization of social water cycle research，the current key hot spots of concerned scien⁃
tific topics were discussed， such as water deployment aiming at harmonious water-human being interac⁃
tions，decrease of water demand，blue water，green water，virtual water and food security，security of hy⁃
dro-ecology and water environment，water saving-sewerage reducetion and cyclic economy. It shows that the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social and natural water cycles，social water cycle system and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evolvement mechanism， social water cycle regulation and demand management
are the three key scientific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key scientific topic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frontier fields of social water cycle research，such as the rules of economical society develop⁃
ment in the view of water cycle and the mechanism of virtual water flow，simulation model and methods，
appraisement and regulations of social water cycle system，et al. The paper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meth⁃
od and scientific framework in this field with the reference［1］ cited.
Key words：Social Water Cycle；Scientific Contents；Frontier of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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